
前言

歡迎閱讀本書 !這本書將藉由實作一個功能豐富的 iOS應用程式，來引導讀者學習 Swift
程式語言，這個應用程式的功能包括存取相機、操作檔案系統、臉部辨識以及操作 iOS
的圖形系統。在過程中，我們也會向你介紹 Swift程式語言最新最先進的各種主題。

Swift是一個令人驚艷的現代程式語言，汲取其他新程式語言的優點，讓它成為一個易
寫、易讀且不易犯錯的程式語言。

我們覺得學習 Swift最好的方法就是實作 app！實作 app就需要 framework，而最好的
framework之一，就是 Apple提供的 Cocoa Touch，它能用來建立高品質、功能強大的
軟體。本書的書名也可以改為《用 Swift 學習 Cocoa Touch》，因為 framework的使用和
Swift語言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本書撰寫時 Swift是第 4版，而且它的前途持續看好。

程式碼範例

我們建議你逐章撰寫自己的程式碼，不過如果你碰到困難或是想要保存範例程式碼

的話，你也可以在我們的網站上找到範例程式碼（http://www.secretlab.com.au/books/
learning-swift-3e）。

適用讀者

本書重點放在 Swift 4，並不會討論到 Objective-C的部分。雖然我們可能會在書上提到
它幾次，但我們並不預設你知道怎麼使用它。在書的開頭，我們會說明 Swift 4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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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然後接下來藉著在 iOS上建構一個具拍照功能的 Selfiegram app，盡可能地利用
它做語言以及 Cocoa Touch的使用教學。

本書與你之前看過的書所追求的目標或有不同，如前面提到過的，我們相信最好的學習

方法就是透過實作 app來學習 Swift。我們假設讀者是會寫程式，對 macOS和 iOS的
使用環境感到熟悉，但不假設你有使用 Swift或 Objective-C在 iOS上做過程式開發的 
經驗。

本書架構

我們將在本書中說明 iOS的 framework：Cocoa Touch，也會教你如何使用 Swift的語法
與功能。

第一部分“歡迎使用 Swift”，我們會看到用來開發的工具，還有 Apple 開發者計劃
（Apple Developer Program）。接著說明 Swift程式語言的基本概念，並在 Apple平台上
建立一個程式，以及一般程式的架構組成。

第二部分“建立 Selfiegram”，我們會開始建立 Selfiegram，它是一個 iOS上的照相應用
程式，也是本書的重心所在。在這部分中，我們會建立重要的基礎功能，像是拍攝一張

照片並儲存在磁碟中。

第三部分“為 Selfiegram 增加功能”，我們會為它加入一些有趣的功能，像是自訂相機

視窗、臉部偵測、存取網路以及為該 app加入佈景主題。

第四部分“開發 Selfiegram 之外”，我們將會討論一些功能和工具，它們可以幫助你未

來的開發工作，包括如何使用 Xcode除錯以及側寫工具，以及一些可讓你人生更輕鬆地
第三方工具。

本書編排慣例

本書使用以下的編排規則：

斜體字（Italic）

代表新的術語、URL、電子郵件地址、檔案名稱及副檔名。中文以標楷體表示。



第一章

開始

歡迎閱讀本書！在這一本書中，我們要帶領完全不懂 Swift怎麼寫的你，去寫出一個 iOS 
11適用的多功能 app。在過程中，我們會探索函式庫、framework以及身為 iPhone、iPad
軟體開發者的你所有可用的功能。我們會為常見的困難提出實際的解決方法，也會詳細

的講述 Swift語言的使用。

在你開始使用開發工具之前，我們要先做一些重要的工作，特別是要先瞭解 Apple的開
發者計劃，並讓你取得你的帳戶，如此一來你才能在裝置上建立你的 app。

本書假設你已有兩樣東西：一台 Mac以及一個 iOS裝置（例如 iPhone或

iPad）。

這兩樣東西之中，Mac 是必要的；如果沒有 Mac 的話，你無法執行

Xcode，Xcode是用來寫程式碼、設計介面還有建置與執行你程式的工

具。你的 Mac 需要能執行 Xcode 9.2 或更新版本，所以它必須要使用

macOS版本 10.12以上。

而 iOS裝置不是必要，但如果沒有它的話，由於本書所要做的 app使用

了硬體功能，而這個功能不存在 iOS模擬器中，所以會導致你無法跟著做

完本書所有的內容。你的 iOS裝置必須搭配 iOS 11或更新的版本。



4 | 第一章

Xcode
Xcode是 Apple平台上所有開發工作的開發環境。當你閱讀這本書時，你大部分時間都
會使用 Xcode，所以本章後面所有的內容都在說明如何取得 Xcode、安裝以及熟悉它的
介面。

取得 Xcode
Xcode 是從 App Store 上取得，可以在 App Store 中搜尋 Xcode 或到 Apple 的開發者
下載網頁（https://developer.apple.com/download/）中找到 Xcode，並點擊 Download 
按鈕。

如果不喜歡使用 App Store，你可以直接從 Apple的 Apple Developers

中 Downloads頁面（https://developer.apple.com/download/more/）下載，

這個網頁上列有所有的 Xcode版本，確認你下載的是最新版即可。

裝好了以後，就直接執行它吧。你會看到如圖 1-1的歡迎畫面。

圖 1-1　Xcode的歡迎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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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你的第一個專案

由於我們要介紹 Xcode，所以會從建立一個完全空白的專案開始（我們在第 4章建立本
書 app時又會再做一次）：

 1. 點擊“Create a new Xcode project”，然後會跳出樣板選擇（見圖 1-2）：

圖 1-2　Xcode樣板選擇

 2. 選擇 Single View App，並點擊 Next。

Xcode會要求你為新的 app提供一些說明描述，由於你現在只是藉由建立這個 app
來熟悉 Xcode的使用，並不是真的要用它來寫程式，所以隨意在欄位中填寫什麼都
無所謂，不過在第 4章時就不會隨意填了。

 3. 完成了以後，點擊 Next，並選擇要存放專案的地點。

現在你看到的是 Xcode的主要介面，如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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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Xcode主要介面

Xcode介面
Xcode用一個視窗，將整個專案資訊顯示給你看，這個視窗被切為數個區域，你可以依
想看的內容任意打開或關閉這些區域。

讓我們來看一下這些區域，並瞭解它們是用來幹嘛的。

編輯器

Xcode的編輯器會是你最常用到的區域，所有的程式碼編輯、介面設計以及專案設定等
都在這個區域，它會依你打開的功能顯示不同的內容。

如果你編輯的是程式碼，編輯器就變成文書編輯器，這個編輯器帶有程式碼自動補完、

語法提示，以及所有一般開發該有的功能。如果你想要修改使用者介面檔案，此時編

輯器就會變成視覺編輯器，讓你可以拖曳並放置想用的介面元件。編輯其他種類的檔案

時，編輯器也會變成各種對應的樣子。

在新建專案時，編輯器會顯示的是專案設定，如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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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顯示專案設定的 Xcode編輯器

編輯器也可以將畫面拆成 main editor（主要編輯器）和 assistant editor（輔助編輯

器）。當 main editor開啟檔案時，assistant editor會顯示相關檔案。它會一直隨著 main 
editor當時所開啟的檔案，去切換顯示的相關檔案。

舉例來說，如果你開啟了一個介面檔，此時 assistant editor就會顯示所有這介面相關的
程式碼。如果你開啟另外一個介面檔，那麼 assistant editor也會隨之更新它的內容。

在編輯器的上面，你會看到一個 jump bar，jump bar的功能是讓你從正在編輯的內容，
快速跳到另外某個相關內容，如 :跳到同一個目錄中的其他檔案。使用 jump bar是瀏覽
專案的一個快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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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列

Xcode的工具列（如圖 1-5）的角色像是整個介面的任務控制者，在你開發應用程式的
過程中，它是 Xcode中最不會變來變去的了，它提供了一個讓你控制你的程式動作的 
地方。

圖 1-5　Xcode的工具列

從 macOS視窗控制的右邊開始，工具列從左到右的功能是：

執行鍵（圖 1-6）

按這個鍵叫 Xcode編譯並執行應用程式。

依所選的應用程式類型，以及你目前選擇的設定不同，該鍵會有不同的功能：

• 如果你建立的是 Mac應用程式，新的 app會出現在 Dock裡，並且在你的機器上
執行。 

• 如果你建立的是 iOS應用程式，新的 app會在 iOS模擬器或是已連結的 iOS裝
置（如 iPhone或 iPad）上執行

此外，如果你按住這個鍵不放，可以把它從執行改為其他功能，例如：測試、側寫

或分析。測試功能可執行任何你預先準備好的單元測試；側寫則會執行 Instruments
（我們在第 17章會提到）應用程式；而分析功能則會執行程式碼檢查並指出有潛在
問題的地方。 

圖 1-6　執行鍵

停止鍵（圖 1-7）

按下這個鍵會讓 Xcode停止任何正在進行的動作—比方正在建置應用程式的話，

就會停下來，如果正在執行除錯器的話，也會離開除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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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停止鍵

Scheme選擇（圖 1-8）

Xcode中的建置設定稱為 scheme，也就是要建置什麼、如何生成以及在哪裡執行程
式（例如：在你的電腦上或是連結的裝置上執行）。

一個專案可以包含多個 app，可以從 scheme 選擇去切換想建置的目標是哪一個

app。

如果想要切換建置目標，從 scheme的左側按下去即可。

你也可以設定應用程式執行的位置，如果你建置的是一個 Mac應用程式，你只會
在 Mac上面執行。如果你建置的是 iOS應用程式，可以選擇在 iPhone或是 iPad模
擬器上執行（基本上是同一個應用程式，它只是會照你所選的 scheme改變外形而
已）。你也可以選擇在已連結設定好的 iOS裝置上執行，這部分在第 14頁“執行你
的程式碼”中會有更多討論。

圖 1-8　scheme選擇器

狀態顯示（圖 1-9）

顯示 Xcode正在進行著什麼工作—例如正在建置你的應用程式、下載文件或是安

裝應用程式到連結的裝備等等。

如果有多個工作同時進行，左側會出現一個小按鍵，可以輪流切換不同的工作狀態。

圖 1-9　狀態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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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器選擇器（圖 1-10）

可以用來決定編輯器顯示的樣子，你可以選擇單一編輯視窗、加上輔助視窗或變成

版本編輯器。在你有使用版本控制系統（像 Git或 Subversion）時，版本編輯器可以
讓你比對檔案兩個不同版本間的差異。

圖 1-10　編輯器選擇器

在本書中並不會談到版本控制系統，但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課題。我們推薦

讀者可以參考 Jon Loeliger與 Matthew McCullough的《Version Control 

with Git, 2nd Edition》（O’Reilly出版）。

View選擇器（圖 1-11）

透過 view選擇器控制瀏覽、除錯與 utilities畫面要不要顯示。如果你覺得畫面太過
擁擠想要畫面乾淨些，可以快速的從這裡開關顯示。

圖 1-11　view選擇器

Navigator
Xcode視窗的左側是 navigator，它會顯示你目前專案的資訊（圖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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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2　Xcode的 navigator窗格

navigator裡有 8個分頁，自左而右分別是：

Project navigator（專案瀏覽）

是最常使用的 navigator，它可列出專案裡所有檔案，點選即可顯示在編輯器中。

Symbol navigator（符號瀏覽）

列出專案中所有類別與函式，如果你需要顯示所有類別，並快速進到某個類別的方

法中時特別好用。

Search navigator（搜尋瀏覽）

讓你在專案裡找特定的文字。（快速鍵是⌘-Shift-F，若按⌘-F則是搜尋目前開啟的
文件。）

Issue navigator（問題瀏覽）

列出 Xcode認為你的程式碼有問題的地方，包括警告、編譯錯誤與內建程式碼分析
器認為有問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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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 navigator（測試瀏覽）

顯示所有專案中的單元測試，單元測試以前只是 Xcode的選配元件，現在已經是預
設內建的元件了，在第 130頁的“測試 SelfieStore”小節中會介紹更多相關內容。

Debug navigator（除錯瀏覽）

在你執行除錯時才能用，它可讓你檢視專案中不同執行緒的狀態。

Breakpoint navigator（中斷點瀏覽）

列出所有你在除錯時所設定的中斷點。

Report navigator（報告瀏覽）

列出 Xcode對專案做的動作結果報告（例如建置、除錯及分析）。你也可以查看之
前 Xcode進行建置的報告。

Utilities
對於正在編輯器中進行的工作，utilities窗格（圖 1-13）可顯示更多的額外資訊。舉例
來說，如果你正在編輯一個 Swift程式碼檔案，utilities窗格可以讓你檢視與修改該檔案
的設定。

utilities窗格又分為兩個區域：inspector（檢視器）與 library（元件庫）。inspector可
以顯示更多的所選項目資訊；而 library是你可以加入專案的元件集合。這兩個工具在你
設計使用者介面時一直會用到；而且，library中還有其他一些有用的東西，例如檔案樣
板或程式碼片段，可以直接拖曳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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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　utilities窗格正顯示一個程式碼檔案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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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錯區

在程式執行時，除錯區（圖 1-14）會顯示除錯器回報的資訊。你不論何時想看應用程式
回報了什麼資訊，都可以在這個區域看到，預設在程式執行時才會出現除錯區。

圖 1-14　除錯區

這個區域又分為兩個部分，應用程式被暫停時，左邊的區域顯示本地變數及其值，右邊

則顯示除錯器即時生成的訊息，其中也包括了應用程式回報的訊息。

你可以藉由點擊視窗右上方的 view選擇器，來開啟或關閉除錯區（圖 1-15）。

圖 1-15　view選擇器中央的按鈕，可以隱藏或顯示除錯區

執行你的程式碼

當你建置一個 iOS app時，你寫的程式碼並不會在你正用來開發的電腦上執行，你的程
式碼是被設計來跑在 iOS上的，這表示若你想測試你的程式碼的話，有兩種選擇：在
iOS模擬器上執行它，或是在一個實際的裝置上執行它。

iOS模擬器
由於 iOS模擬器（simulator）不需要任何設定就可以使用，所以我們先從 iOS模擬器開
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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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code附帶許多的模擬器，每一個都是為了模擬支援中或最新的 iPhone和 iPad的特性
而設計的。

Xcode內建數種模擬器，打開 scheme選擇器並從列表中選擇一種模擬器（見圖 1-16）。
點擊 Build按鈕，或按下 Command-R進行建置；待建置完以後，app就會在模擬器中被
執行了。

圖 1-16　Xcode 9.2中內建的模擬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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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器和真實的裝置有幾個很大的差別，例如，模擬器（ simulator）和硬體模擬器
（emulator）是不一樣的東西；使用模擬器時，你的程式碼是由你 Mac中的 Intel晶片所
執行，而在 iOS裝置上則是由 ARM晶片執行。

這個差異點代表，在模擬器上執行 app的效能，和在實際裝置上執行的效能有落差。而
且，通常模擬器會有更多的記憶體可用，如果你的 app在模擬器上能夠正常執行，並不
代表在真實的裝置上也會有一樣好的效能表現。

最後，模擬器缺少數種真實裝置的硬體功能，舉例來說，模擬器沒有相機，相機對我們

在書中將要製作的 app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功能。

在實際裝置上執行

scheme選擇器可以讓你選擇一個已連結的 iOS裝置，以它為目標進行建置並在它上面執
行你的 app。在一個真實的裝置上執行程式幾乎和在模擬器一樣地簡單，只差在一點，
就是要在實際裝置上跑的程式碼，必須要經過開發者認證簽章。

開發者認證是用來識別寫程式碼的人或公司的東西，iOS裝置只允許執行簽章過的程式
碼，而用來簽章的證書必須經過 Apple公司簽屬。

當你登入用來開發的 Apple ID時，Xcode就會自動地為你產生認證，你只要做完這幾
步，就可以登入 Apple ID：

 1. 打開 Xcode選單，選擇 Preferences

 2. 到 Accounts分頁，點擊 +按鈕

 3. 登入你的帳戶

一旦登入帳戶後，你要將你的 app和一個團隊（team）做關聯。團隊是 Xcode用來組織
開發者和其認證的方法；如果你是獨立一人開發的話，你的團隊就只會有你自己一人。

要設定關聯，請做以下步驟：

 1. 在專案 navigator中選擇最上層的專案（在最上面的項目，用藍色文件圖示標示的那
個）。

 2. 在 main editor中的 Signing節區，自 Team下拉選單中選擇一個團隊。

接下來 Xcode會為程式碼簽章做一些動作，結束後就可以開始在裝置上執行你的 app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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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把一個專案和一個團隊做關聯時，如果你尚未有任何認證，也沒有任

何設定文件（provisioning profile）的話（provisioning profile 是用來將

app連結到你的認證用的一種檔案），此時 Xcode會自動地為你產生一個

認證。若不想讓 Xcode幫你做這件事的話，你也可以手動透過 Apple開發

者網站（https://developer.apple.com/account/ios/certificate/）處理。我們

會在第 333頁的“用 match做程式碼簽章”小節中討論更多細節內容。

要建置並執行你的 app，請做以下動作：

 1. 確認你的裝置已連接到你的 Mac。

 2. 自 scheme選擇器中選取你的裝置，並點擊 Run按鈕（或按下 Command-R）。

發布你的 App
在你自己的裝置上執行程式碼是免費的，除了 iPhone或 Mac安裝時就設定好的 Apple 
ID之外，也不需要再登入任何東西。

不過，如果你想要發布你的 app給別人，例如透過 Apple的 TestFlight或 App Store給
別人的話，你就必須加入 Apple開發者計劃（Apple Developer Program）（https://devel 
oper.apple.com/programs/）。在寫書之時，加入開發者計劃的費用是每年 $99美元，同
時可存取像 TestFlight以及 iTunes Connect這樣的工具，TestFlight讓你將 beta版的 app
發布給測試者，iTunes Connect則是一個讓你可以傳送 app到 App Store的控制台。

若只是想跟著本書的進度建置範例 app的話，是不需要參加 Apple開發者

計劃的，但對於第 19章和第 20章的內容，就必須要參加了。

介面建立器

除了寫程式之外，Xcode也是用來設計你 app使用者介面的應用程式，對於 iOS app來
說，介面設計和程式碼都很重要，所以我們會花一些時間來練習使用介面建立器。

當你從專案 navigator選取一個 storyboard檔案後，就可以叫出介面建立器了。現在先選
擇 Main.storyboard檔，Xcode會如圖 1-17般叫出介面建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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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7　介面建立器

關於介面建立器，還必須要知道幾個重要的功能：

• 在編輯器的左側，你可以找到 outline，它含有該文件中的所有物件，同時也會顯示
這些物件的結構。

• 在 Xcode視窗的右側，會被調整成可以顯示該介面中物件的屬性。此外，在 library
（在 utilities窗格中的底部），有可以用來建置介面的 UI元素列表：你可以藉由點
擊物件庫（Object Library）按鈕，來取得這個列表。物件庫按鈕是 library窗格上
方，從右方開始數第二個，它的圖示上有圓圈標示（見圖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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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8　物件庫（object library）

iOS中的介面
在 iOS中只要是看得見的東西都稱為 view，也就是說，只要在畫面上看得見或可以和使
用者互動的任何東西包括按鈕、標籤和文字欄位等，都是 view。

view也可以內嵌在其他 view裡面，你在裝置上看到的每個“畫面”內容，都是一個
view，這個概念是 iOS應用程式基本的設計概念。

這個最上層的 view是由一個 view controller物件所管理的；若要弄出一個新的畫面，你
需要建立 UIViewController的子類別物件，這個子物件會覆寫畫面生命週期中會呼叫的
函式，而且也包含你建立畫面的功能所需要使用的方法。另外，你需要在介面建立器中

準備 view controller需要使用的介面，並且將該介面連結到你已加好的類別。

在本書的教學之中，我們會很常切換到介面建立器中，所以對 iOS app介面有這個的基
本瞭解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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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總結

在這一章中，我們安裝好並看過一輪用來建立 app的工具—Xcode。在下一章中，我
們要來討論 Swift程式語言。




